
序号 采购目录耗材名称 成交供应商 成交耗材名称

61
抗血小板抗体检测试剂盒（流式细胞仪

法-荧光素）
浙江基众康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抗血小板抗体检测试剂盒（流式细胞仪
法-荧光素）

62 MPO检测试剂（流式细胞仪法- FITC）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髓过氧化物酶（MPO）检测试剂 Anti-

Myeloperoxidase-FITC
63 FMC7检测试剂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FMC7检测试剂 Anti-FMC7-FITC

64
白细胞分化抗原CD79a检测试剂（流式细

胞仪法- PE）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79a检测试剂 IOTest CD79a-PE

65
白细胞分化抗原CD5检测试剂（流式细胞

仪法- PerCP-CY5.5）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5检测试剂CD5-PC5.5

66
白细胞分化抗原CD19检测试剂（流式细

胞仪法- PerCP）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细胞分化抗原CD19检测试剂（流式细
胞仪法- PerCP）

67 CD4检测试剂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4检测试剂
68 CD13检测试剂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13检测试剂
69 CD56检测试剂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56检测试剂 IOTest CD56-PC7
70 CD10检测试剂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10检测试剂CD10-APC

71
白细胞分化抗原CD11b检测试剂（流式细

胞仪法- APC）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细胞分化抗原CD11b检测试剂（流式细
胞仪法- APC）

72 CD11c检测试剂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11c检测试剂
73 HLA-DR检测试剂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LA-DR检测试剂
74 CD7检测试剂 杭州辉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7检测试剂
75 CD15检测试剂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15检测试剂CD15-Pacific Blue
76 CD38检测试剂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38检测试剂CD38-Pacific Blue
77 CD45检测试剂 杭州迈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D45检测试剂 CD45-Krome Orange

78
人类SDC2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法）
广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类SDC2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法）

79 复方中和洗脱液 杭州梓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复方中和洗脱液

80
革兰阳性菌鉴定试剂（β-内酰胺酶试验

试剂）
杭州梓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革兰阳性菌鉴定试剂（β-内酰胺酶试验
试剂）

81 沙式琼脂培养基 杭州梓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沙式琼脂培养基
82 肉汤培养基 杭州栩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肉汤培养基

83
幽门螺杆菌药敏检测试剂盒（微生物检

验法）
杭州栩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门螺杆菌药敏检测试剂盒（微生物检
验法）

84 缓冲液 ULTRA LCS (Predilute) 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缓冲液 ULTRA LCS (Predilute)

85
免疫组化抗原修复缓冲液 ULTRA Cell
Conditioning Solution (ULTRA CC1)

杭州倍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免疫组化抗原修复缓冲液 ULTRA Cell
Conditioning Solution (ULTRA CC1)

86
食物特异性抗体IgG4检测试剂盒（蛋白

芯片法）
杭州亿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物特异性抗体IgG4检测试剂盒（蛋白
芯片法）

87
食物特异性抗体IgG4检测试剂盒（蛋白

芯片法）
杭州亿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物特异性抗体IgG4检测试剂盒（蛋白
芯片法）

88
食物特异性抗体IgG4检测试剂盒（蛋白

芯片法）
杭州亿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物特异性抗体IgG4检测试剂盒（蛋白
芯片法）

89 血细胞分析用稀释液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稀释液（M-68DR稀释液）
90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M-68LD溶血剂）
91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M-68LN溶血剂)
92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M-68LB溶血剂)
93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M-68LH溶血剂)
94 血细胞分析用染色液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染色液(M-68FN染色液)
95 血细胞分析用染色液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染色液(M-68FR染色液)
96 血细胞分析用染色液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染色液(M-68FD染色液)
97 血细胞分析用稀释液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用稀释液(DS稀释液)
98 CRP清洁液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CRP清洁液(CRP清洁液)

99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BC-
6D/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

BC-RET

100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BC-
6D/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

BC-RET

101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BC-
6D/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物（光学法）

BC-RET
102 凝血酶时间（TT）测定试剂盒（液体） 杭州珂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血酶时间（TT）测定试剂盒（液体）
103 纤维蛋白原（FIB）测定试剂盒（液体） 杭州珂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维蛋白原（FIB）测定试剂盒（液体）

104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测定试剂盒（鞣花酸）
杭州珂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测定试
剂盒（鞣花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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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测试杯 杭州珂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测试杯
106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清洗液 杭州珂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清洗液
151 糖化血清蛋白测定试剂盒(NBT法)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糖化血清蛋白测定试剂盒(NBT法)

152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杭州汛澜科技有限公司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153 需氧微生物培养瓶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需氧微生物培养瓶
154 厌氧微生物培养瓶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厌氧微生物培养瓶
155 需氧微生物培养瓶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需氧微生物培养瓶（儿童）
156 分枝杆菌/真菌培养瓶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分枝杆菌/真菌培养瓶
157 革兰氏阳性细菌鉴定/药敏板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革兰氏阳性细菌鉴定/药敏板
158 革兰氏阴性细菌鉴定/药敏板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革兰氏阴性细菌鉴定/药敏板
159 革兰氏阴性细菌药敏板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革兰氏阴性细菌药敏板
160 革兰氏阳性细菌药敏板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革兰氏阳性细菌药敏板
161 链球菌鉴定/药敏板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链球菌鉴定/药敏板
162 酵母菌鉴定板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酵母菌鉴定板
163 接种培养液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接种培养液
164 药敏接种培养液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药敏接种培养液
165 链球菌药敏接种培养液 杭州泰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链球菌药敏接种培养液
166 ABO/Rh血型复检卡（柱凝集法） 杭州健昉科技有限公司 ABO/Rh血型复检卡（柱凝集法）

167
ABO正反定型及RhD血型定型试剂卡（柱

凝集法）
杭州健昉科技有限公司

ABO正反定型及RhD血型定型试剂卡（柱
凝集法）

168
抗人球蛋白（IgG,C3b/C3d）检测卡（柱

凝集法）
杭州健昉科技有限公司

抗人球蛋白（IgG,C3b/C3d）检测卡（柱
凝集法）

169 抗人球蛋白（IgG)检测卡（柱凝集法） 杭州健昉科技有限公司 抗人球蛋白（IgG)检测卡（柱凝集法）

170
血型分析用稀释液（低离子强度盐溶

液）
杭州健昉科技有限公司

血型分析用稀释液（低离子强度盐溶
液）

171
血栓弹力图试验（活化凝血）试剂（凝

固法）
杭州众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血栓弹力图试验（活化凝血）试剂（凝
固法）

172
血栓弹力图试验（肝素酶包被）试验

（凝固法）
杭州众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血栓弹力图试验（肝素酶包被）试验
（凝固法）

173 含珠菌种保存管II 浙江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含珠菌种保存管II
174 电极测试卡 浙江三力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电极测试卡
175 质控液 浙江三力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质控液
176 质控液 浙江三力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质控液
177 质控液 浙江三力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质控液
178 环氧乙烷灭菌指示胶带 杭州原华贸易有限公司 泰瑞琳牌环氧乙烷灭菌指示胶带


